
11月25日，受大幅降温天气影响，张家界天门山风景区出现迷人的雾凇景观，银装素
裹宛如童话世界一般，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邵颖 摄

雾凇美景引客来

国家治理现代化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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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话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张颐佳
李治 通讯员 刘爱梅 刘丹青）今天，中国
幸福城市论坛在广州举行， 第十三届中国
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结果公布。
长沙市再次荣获“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 并获得2019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单
项奖“活力之城”荣誉称号。据悉,自2008年
至今，长沙已连续12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
感城市”，并首次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单项奖。长沙县也入选“2019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县级）”，是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县级城市。

与长沙市一同入选“2019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的还有成都、杭州、宁波、西安、
广州、温州、台州、铜川、徐州。长沙市市长
胡忠雄在论坛作主旨演讲。他介绍，长沙的
幸福源于独特的人文环境、 优美的人居环
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城市有温度、让生
活有温情、让市民有温暖，是长沙市孜孜以
求的“幸福理想”。 荩荩（下转2版②）

长沙再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已连续12年获此殊荣，并首获“活力之城”荣誉

长沙县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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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王坚）记者今天从湖南省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
份有限公司11月22日将该集团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由AA+升至AAA，评级展望为稳
定。由此，省融资担保集团成为我省唯一一
家拥有AAA评级的专业融资担保机构，正
式跻身全国担保行业第一梯队。

中证鹏元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评级机构
之一，在境内外从事信用评级业务，具有较强
的行业影响力。AAA属于最高等级，含义为代
偿能力最强， 投资与担保业务风险管理能力
极强，风险最小。当前，企业债券发行是国家主
推的重点融资方式， 融资担保机构的AAA评
级， 有助于在债券发行增信中发挥积极作用，
并为本省发债企业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省融资担保集团于2017年4月成立，
肩负着建立健全我省融资担保体系、 有效
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三农”发展的职责。截
至今年9月末，省融资担保集团的担保业务
在保余额110亿元，较上年增加了114%，其
中，再担保业务45亿元，覆盖省内12个市
州，综合排名居全国前十位。

“过去，由于缺少本土的AAA级担保公
司，我省的债券担保业务长期被外省担保公
司包揽。”省融资担保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公司将努力打造集信贷、债券、基金等
多渠道融资服务为一体的AAA级综合增信
平台， 争取到2022年末担保业务在保余额
突破1000亿元； 同时主动实施降费让利举
措，有效优化金融服务，着力为中小微企业
和“三农”等降低融资成本。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易贝）通过谋求发展特色、提升发
展质量， 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今
天， 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18年我省
县域地区生产总值24503.03亿元， 同比增
长8.2%，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的
67.3%。

全省县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除经济
规模继续扩大外， 县域三次产业结构比例
调整为12.3∶42.9∶44.9，其中，第一、二次产
业增加值占比分别同比下降0.5个、2.3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同比上升2.9
个百分点。

县域经济质量普遍提高。2018年全省
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3.98亿元，同比
增长8.5%， 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35.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48.50亿元，同
比增长10.2%， 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58.1%。

县域居民的“获得感”同步提升。2018
年全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2万元的县市区有95个， 占所有县域的
9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万
元的县市区有72个，占所有县域的74.2%。

在转型升级中，我省县域投资、消费实
现双向拉动， 为全省经济稳步发展提供了
动力。2018年全省有84个县市区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超过全省投资增速， 其中21个县
市区增速超过15%； 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9251.94亿元，同比增长11.0%，增速高
于全省水平， 其中有37个县市区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超过100亿元。

湖南最高信用等级担保公司诞生
省融资担保集团信用等级由AA� �升至AAA，

跻身全国担保行业第一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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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
民大会堂会见由党的最高委员会主席
格雷兹洛夫率领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
党代表团。

习近平祝贺统一俄罗斯党成功举
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欢迎格雷兹洛
夫率团来华参加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

第七次会议。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俄
建交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
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共同引领两国关系朝着守望相助、
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目标
和方向迈进。 当前中俄双方形成有力
战略支撑， 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表示， 中国共产党和统一
俄罗斯党作为各自国家的执政党，肩
负着推动新时代中俄关系取得更大发
展的责任和使命。 希望双方与会代表
充分交流沟通， 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贡
献智慧和力量。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会见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

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2018年湖南县域生产总值24503.03亿元， 同比增长

8.2%，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的67.3%

距2019中国新媒体大会开幕式
还有 天3

11月25日，长沙
绕城高速月亮岛大桥
段修葺一新， 恢复双
向交通。 长沙绕城高
速西北段于8月底开
启提质改造， 月亮岛
大桥段经过全桥面铺
装、 主桥伸缩装置维
修等， 行车环境明显
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省委书记杜家毫深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凤凰县，指导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
坚决扛起“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开展第
二批主题教育为动力，咬定目标、一鼓作气，
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确保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 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省领导张剑飞、叶红专参加调研。
杜家毫深入腊尔山高寒山区的腊尔山

镇、两林乡、禾库镇，走访慰问贫困群众，考
察猕猴桃、湘西黄牛等特色种养业，了解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情况。夯卡村搬迁到同
福苗寨的乡亲们办起了农村电商，杜家毫称
赞，小电商连接大世界，通过互联网不仅让
大山里的乡亲们增收致富，更重要的是让大
家的理念、视野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接上
了轨。易地扶贫搬迁禾库集中安置区共安置
了周边4个乡镇的932户建档立卡户， 并开
设4个“扶贫车间”， 提供就业岗位1100余
个。杜家毫充分肯定当地把搬迁安置同发展

产业、 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起来的好做法，要
求继续做好“扶贫车间”这篇大文章，在就业
补助、扶贫资金、税收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真正让扶贫小车间发挥脱贫大作为，让搬迁
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湘西群众有杀
年猪、熏腊肉的习俗。杜家毫叮嘱当地负责
同志，要未雨绸缪切实稳定生猪生产，保障
猪肉市场供应。

调研座谈中，杜家毫肯定湘西州、凤凰县
推进脱贫攻坚、 开展主题教育取得的明显成
效。他指出，当前，脱贫攻坚到了攻克最后堡
垒全面收官阶段，作为“精准扶贫”首倡地、脱
贫攻坚主战场，越到这个时候越要一鼓作气、
保持干劲，越要严格要求、如履薄冰。要推动
危房改造、控辍保学、安全饮水、健康扶贫等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见底清零，继续开
展“亲帮亲、户帮户”活动，让邻里守望相助成
为一道靓丽风景。要强化易地搬迁后续帮扶，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完善配套、促进就业，充
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 要高度重视和切
实解决涉贫信访突出问题，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搞好扶贫考核验收，

决不能遇到问题遮遮掩掩，甚至弄虚作假、弄
巧成拙； 加大对扶贫领域好做法好典型好经
验的总结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要突出品
牌和特色，提高产业扶贫可持续性。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
确保主题教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突出根本
任务，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做到学得进、记得住、信得过、
用得上。继续坚持开门搞教育，更加注重为民
服务解难题，从小切口入手，着力解决一批群
众最急最忧最盼的民生实事。 把自身检视梳
理的问题与抓好中央确定的8个方面专项整
治、省里部署的“提篮子”“打牌子”等专项治
理结合起来，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斗争精神，高质量开好专
题民主生活会。从严从实抓班子、带队伍、正
风气，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切实
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 推进治理资源向基层
倾斜， 坚持和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解决群众
反映突出问题长效机制， 完善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充分发挥各级政务服务平台作用，以基
层的稳定有序和良好治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贡献。

杜家毫在凤凰县调研脱贫攻坚、指导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强调

坚决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以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芙蓉中路442号， 湖南日报大厦22楼。
34.6平方米的大型屏幕前，结束了“两岸五地”
分散办公局面的记者编辑们既兴奋又忐忑。
他们知道， 一个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正在
他们眼前启幕。

曾经各家“分灶做饭”的日子即将过去，
通过“中央厨房”统一发布指令、调取素材、进
行全媒体新闻采集与发布的融媒体报道模
式，借助融媒体编委会平台进入实战。

从各媒体“单打独斗”到“一体作战”，湖
南新媒体阵地不断扩大， 全媒体矩阵不断叠
加，流程在重构，边界在消解。

平台开拓：
业态新生，走上变革征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闻客户端和各类
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
第一信息源， 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
源。”总书记指出，要尽快掌握新舆论战场的
主动权， 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
法的行家里手。

湖南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在新媒体平台开拓上奋勇争先。

2015年8月15日，《湖南日报》66岁生日
之际，新湖南客户端横空出世，成为《湖南日
报》挺进移动新媒体领域的尖兵。有意味的
是，“新湖南” 命名源自毛泽东同志1949年
首次题写的《新湖南报》报头，标志着湖南日
报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承、 创造和开
拓。

上线4年来，新湖南已逐步迭代升级为集新
闻资讯、政务信息、生活服务等8大功能模块为
一体的超级区域性新媒体平台， 累计下载量已
突破2200万，日发稿量800条以上，日活率160
万。新湖南先后荣获湖南省首届“文化创新奖”，
首届中国新媒体发展年会“最具影响力主流媒
体新闻客户端”称号等。

双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四级（省、
市、县、乡镇/街道）、
四屏（电脑屏、手机
屏、户外大屏、电梯
小屏）， 一个全国特
有的树型传播体系，
在湖南传媒的土地

上生根发芽。2015年，红网自主研发的新闻客
户端“时刻新闻”上线，并同步开通14个市州
频道和122个县市区频道，为基层打造移动互
联网主流传播阵地。

今年以来，湖南广电“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连线红土地》大型直播报道，
创新性打造了多屏交互式宣传路径。 其中，
芒果TV先网以后台发布特别栏目宣传片、
制作H5特辑等方式，上线视频103条，累计
播放量达110万次， 实现宣传效果和影响力
的最大化。 截至2019年11月， 芒果TV手机
APP下载安装激活量超8.31亿，全平台日活
量突破7966万， 有效会员突破1600万，在
“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 中，芒
果TV跃升至第20位， 是前20名中唯一的国
有控股企业。

荩荩（下转2版③）

借力新媒体，抢占新阵地
———我省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综述之一

“有容乃大，深融致远”。11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记协、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共
同主办的中国新媒体大会将在长沙举行。

今日起，湖南日报特别推出以我省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系列综述报道，
讲述近年来我省新闻事业尤其是新媒体阵地建设、内容创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建
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发展成就。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月亮岛大桥
修葺一新

+


